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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燃油价格过高、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问

题，寻求“共享”交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围

绕公共自行车、自助汽车、车辆租借、社会服务目的的

购车贷款、拼车几种交通系统的创新方式，以美国、法

国等发达国家为例分析这几种创新方式的特点、经验

以及发展前景。最后，指出交通问题没有万能的解决

方式，需因地制宜，并根据某一种创新方式对个人的益

处以及整体使用者的数量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评价。

Abstract：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high

price fuel and global warming, sharing transportation re-

sourc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must. By introducing five types of innovative travel

modes such as bike sharing, car sharing, car rental, vehi-

cle loans for social work, and carpool, this paper discuss-

es the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se service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cases studies

in the U.S. and France. 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no one-size fits-all solution to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a solution must tailor to the individual cases.

New solutions should b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amount

of benefits brought to each individual user as well as to

the number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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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燃油价格过高、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

使得发达国家的居民希望城市可以没有车辆。与

此同时，新兴国家中许多人却梦想着拥有小汽

车，而在10~30年以后这一梦想将成为现实。在

法国，社会需要人们更加灵活机动，因此即使油

价飞涨，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仍日益增长。本文围

绕当前使用的交通方式的主要特点展开讨论，重

点探讨那些建立在非车辆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系

统之间的相关性特点以及这些系统的使用情况。

我们能否用更少的材料、能源、公共空间达到与

今天相同的交通效果？第一个关键词是分享。我

们能否步入一个共用车辆的时代呢？第二个关键词

是可持续。无论如何发展，总会有创新者为特定

人群带来新的交通方式，这些交通方式有可能只

是特定区域的实践，或者只是昙花一现，在交通

系统创新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

1 公共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系统最初是在法国雷恩实行，后

来在里昂、巴黎得以大规模发展，随后，其他大

城市也陆续开始提供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提供

服务的原理很简单，在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置若

干辆自行车，租赁点覆盖某个城市区域，使用者

可以在任一租赁点取用或归还自行车。与传统的

租赁做法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按需租赁服务，使

用者在到达目的地后即归还车辆。与其他交通方

式相比，公共自行车系统有很多优势，如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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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距离出行、使用简单、无需寻找停车场、有益

健康等，市政机构也易于加大投资以增加自行车

或租赁点数量，以及调整租赁点以避免负载不足

或超负荷运行的后续运行投入。目前，公共自行

车系统只分布于城市中心区以及人口最密集的区

域，这些区域的潜在使用者最多，进行短距离出

行的机会也多。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法国之所以取得成功，取

决于以下重要特征：1)初始阶段投入大量的设备

并设置大量租赁点，保证使用者方便找到租赁点

且有自行车可用；2)方便灵活，便于接驳；3)使

用价格低廉，30 min内归还车辆不收取费用；4)

使用者无需归还车辆至出发地，提高了自行车的

使用频率。然而，确保公共自行车比普通自行车

更有优势需要大量的运营投入。一方面，要平衡

各租赁点间的自行车数量，因为车辆流动的非随

机性导致人流密集的目的地租赁点还车难，而在

人流密集的出发地租赁点无车可用；另一方面，

车辆、租赁点及服务终端需要维护，由于不是个

人所有，这些设施易产生损坏。因此，运营这一

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的后勤力量及资金，单辆自行

车每年的投入为1 500~3 000欧元。

虽然公共自行车系统获得了使用者的认可并

有利于提高出行的可达性，但仍需进行评估。以

巴黎公共自行车系统为例，在市中心，租赁点密

度为5个·km-1，每1 000人可使用的公共自行车为

5~10辆，比较适中；每辆自行车的使用频次为4~

8次·d-1。按此计算，系统提供的平均服务次数为

0.02~0.08次·人-1·d-1，这一出行次数占城市出行总

量的 0.1%~0.2%；以 10%的出行者使用机动车来

计算，则最多可减少 0.02%的机动车出行量。公

共自行车系统年服务次数为3 000万次，而巴黎市

区居民出行总量为600万人次·d-1，大巴黎地区居

民出行总量为 3 000万人次·d-1，可见这一系统的

重要性。目前系统的主要使用者是年轻群体，如

果这一群体随着年龄增长仍会继续使用这种方

式，这些数据还会提高。因此，系统不仅有利于

减少出行次数、减缓气候变化速度，而且为出行

者提供了方便、无污染的出行方式，有利于塑造

良好的城市形象。

尽管如此，公共自行车系统带来的便利和好

处仍会被运营成本抵消。出行者使用公共自行车

的日出行距离为10~20 km，每年约为3 500~7 000

km，支付费用为 1 500~3 000欧元·a-1，比买一辆

自行车的花费要高很多。1 500欧元相当于将燃油

摩托改装为电动摩托的费用，而改装后可以更加

环保地行驶很多年；上限3 000欧元相当于一部电

动自行车的价格。另外一个问题是里程费。按最

低标准行驶7 000 km每年1 500欧元计算，每年花

费为21生丁，略低于在巴黎使用汽车或公共交通

的费用；按最高标准行驶3 500 km每年3 000欧元

计算，年成本接近于90生丁，远远超过了使用汽

车的费用。公共自行车能够在只有出租汽车可以

乘坐的深夜以及公交系统罢工或满载时为出行者

提供服务，非常便捷，但若价格太高，恐怕会大

大影响其形象，导致使用率降低。

2 自助汽车

与公共自行车类似，自助汽车可以在一站取

用另一站归还。巴黎的自助汽车项目 Autolib目前

处于初始阶段，提供4 000辆电动汽车，其中2 000

辆分布于巴黎市区700个车站，另外2 000辆分布

在郊区，预计于2010年开始运营，每辆车每月收

取200~250欧元订金。

20世纪90年代，自助汽车项目曾在法国伊夫

林省圣康丁市(项目名称 Praxitèle)和拉罗谢尔市

(项目名称Liselec)试行。拉罗谢尔市位于普瓦图-

夏朗德(Poitou-Charentes)，拥有良好的交通与先进

技术(Mobilité et Techniques Avancées, MTA)竞争环

境，自视为交通电动化的领导者，交通方式创新

是其城市形象之一。目前，Liselec 项目仍在进

行，拥有 50辆电动汽车和 7个车站，根据联合区

委员会与Comox公司签订的公共事业合同运行，

Comox公司同时也运行电动运输车辆以及提供电

动汽车停车换乘服务。相反的，Praxitèle项目虽

然得到大巴黎地区运输联合会(STIF)的支持，但

因为经济回报低仅持续了 2年。STIF除了管理巴

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SNCF)以及私人郊区交通运营商之外，还负责管

理许多其他交通事宜。虽然这一项目搁浅了，但

却是为数不多的经过独立评估团队密切监测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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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之一。

在 Praxitèle项目运营的黄金时期，共提供 50

辆电动汽车，分布在 14个车站，约有 100个停车

泊位，以应对需求不平衡的情况。每辆车有 8名

签约使用者，刷卡即可使用。签约使用者大多是

年轻群体(52%的使用者在 35岁以下)，由于收入

不高或处于平均水平，私人小汽车拥有率较低

(26%的使用者没有小汽车，29%为家庭多人共用

一辆车)。62%的签约使用者居住地周边 400 m范

围内就有一个车站；使用者每月使用自助汽车的

次数约为 5次·人-1，使用次数较高的可以达到 11

次；平均出行距离为 7.6 km，出行时间为 23

min。总体来说，使用者对此系统表示满意并且愿

意继续使用。项目运营第一年，由于改进为自助

服务模式且收费机制合理，使用量增至 3倍，第

二年再翻倍，项目停止时使用增长率仍然很高。

在项目运行的两年中，运营商掌握了如何使系统

持续保持平衡(没有发生因为缺少可用车辆而失去

潜在使用者的案例)，以及如何更为经济地实现这

一目标(指派 5名人员将车辆从一处移至另一处)，

尽管如此，运营商为了平衡车站车辆数产生的出

行次数占使用者总出行次数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42%)。

从 Inrets评估团队对Praxitèle项目进行的全面

研究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供运营商参考：

1) 从运营初期就应关注使用者增长以及技术

约束，不断平衡车站间车辆的需求、充电站数

量、充电时间、车辆与运营商间的沟通成本等。

2) 系统主要使用人群是那些没有小汽车但又

有用车需求的群体。因此，系统的使用价格至关

重要，费用每提高40%(即使这样仍然无法抵消运

营成本)使用量会降低25%。

3) 该系统对整个交通系统带来的影响尚无定

论。每车每天1.6次出行并没有显示使用自助汽车

比私人小汽车更能增加车辆使用次数，同时，为

每辆电动车保留两个停车泊位的做法也并没有有

效节省停车空间。75%使用自助汽车的出行都是

前往轨道交通车站，因此这一系统是轨道交通方

式的补充，但是与巴士交通处于竞争地位，如果

没有这一系统，60%的签约使用者都会使用巴士。

4) 系统运营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了营业额，

但对于一个试验项目来说是正常的。根据一般的

供需回报假设，Inrets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系统运

营 1 km 需要的公共资助远低于那些电话预约系

统。基于对内部工作效率提高、使用群体增长以

及供需平衡的乐观假设，研究人员认为系统运营

成本可以减半，从而赢得公众支持以便在某个普

通城市区域运行，但是如何获得启动资金仍是一

个问题[1]。

3 车辆租借

车辆租借指人们不需要拥有车辆、维护车辆

(车库、保养、上保险等)，而是需要时在居住地

附近向运营商租借车辆，即使是1 h的短时租借也

可以。使用者需登记相关信息办理手续，并向运

营商交纳订金，在线预订车辆并通过刷卡的方式

取用车辆。租车费用一般包括五项内容：注册

费、月订金、每次预定收取的固定费用、车辆使

用费以及里程费，燃油通常由运营商提供。这一

系统与自助汽车有两大主要差异：1)必须将租借

车辆归还至借出地；2)费用方面不仅包括使用车

辆产生的费用，还包括整个租借时段产生的费用。

3.1 目标服务人群

系统主要为拥有驾驶执照但没有常规用车需

求的成年人群体服务。系统主要分布在市中心，

因为这里人口密集度高，并聚集大量单身群体或

尚无子女的家庭，车辆租借的潜在使用者最多。

同时，市中心大多数人使用公共交通方式，由于

私人小汽车引发的问题也较多。

3.2 优势对比

巴黎第一家车辆租借运营商Caisse Commune

的统计数据显示，以一户一年使用小汽车行驶里

程仅为 3 800 km的家庭为例，平均每周租借车辆

两次，每年需支付大约3 000欧元，而如果拥有一

辆不经常使用的私人小汽车(不包括停车费用)，

则每年需要支付4 000欧元，单位长度行驶里程的

花费更高。显而易见，对于不经常使用小汽车的

出行者来说租借车辆比自有车辆的花费低，特别

是对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这种方式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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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使用方便，又能满足偶尔的用车需求。租借

车辆和私人小汽车的费用涉及因素很多，如停车

费用、出行行为等，初步估算二者费用持平的行

驶里程为平均每年 4 000 km。在用车便捷性方

面，租借车辆虽然省去了保养车辆的麻烦，但需

要使用者到车站取车，且取车后马上计时收费，

超出预定时间还要另外收费，且临时做出用车决

定时不一定有车可用。

3.3 发展潜力

目前车辆租借系统在全世界共有 50 万使用

者，大部分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北美市场由遵循

共同规章制度的几个运营商以及一个商业运营商

Zipcar提供服务。瑞士的Mobility Car Sharing运营

历史最长，系统普及率也最高，每100人中约有1

个使用者。法国巴黎车辆租借运营商 Caisse

Commune于1999开始运营[2]，至2007年底使用者

达3 500名，拥有约100辆车辆和25个车站，这些

车站大多分布在由 Semaes 公司经营的公共停车

场。近年来，更多的系统在巴黎设立，一个由

Vinci(经营公共停车场的公司)和 Avis 联合运营，

另外一个由Mobizen运营，提供价格比较高的租

借服务，无需订金。法国各城市(如波尔多、格勒

诺布尔、里尔、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尼姆、

普瓦捷、雷恩、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归属于法国

车辆租借网络的运营商拥有的使用者数量都差不

多，车辆总数为 150辆(平均每个城市 15辆)。法

国目前的车辆租借使用者不到 1万人，如果达到

与瑞士同样的普及率，法国的使用者规模可以扩

展至50万人，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

法国车辆租借的使用者数量与瑞士相比为什

么有如此大的差异？乐观的说法是因为法国起步

晚(瑞士 1987年开始)。首先，瑞士高质量的公共

交通能够在较大的城市范围内提供可靠的交通方

式替代机动车，不论是在高峰时段、夜间或者周

末都能持续地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服务且运行时

间也比法国长。其次，可用停车泊位数量以及对

现有服务的管理存在差异。法国的工作场所停车

泊位更少，街边停车规定及监督更加严格，遵守

情况更好。同时，很少为居民提供停车优惠以避

免损害计时停车收费经营者的利益。最后一个因

素较少被提到，在瑞士 20%的车辆租借者日常采

用自行车出行，比全瑞士的自行车出行比例高几倍。

专家经常强调公共交通与车辆租借之间的联

系，指出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促使人们放弃买

车的一个条件。如果这样，潜在的车辆租借使用

者只可能围绕在主要的公交繁忙区域，这些区域

公交线路密集，覆盖区域广，有专用车道保障

等。如果在大巴黎地区以外有 1 000 km的公交走

廊，在走廊车站 500 m影响范围内设置车辆租借

服务，可影响的人群将达到 300~400万人。假设

摩托车与车辆租借之间存在联系，影响范围就可

以扩大至所有人流密集区域，这些区域的车站附

近有大量的潜在使用者，那么系统的潜力就可以

显著增加。

3.4 积极作用

车辆租借系统在法国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如果强有力的政策转向支持摩托车，系统会发展

更好，但需要对系统潜力充分发挥后产生的影响

进行评估。假设法国车辆租借达到瑞士的普及率

(即使用者达到 50万人左右)，每位使用者最多使

用小汽车年平均行驶里程的一半即 6 000 km，对

这50万名使用者来说人均年行驶里程为4 000 km，

若每位使用者每年里程数减半至 2 000 km，则共

减少10亿车公里，即全国25%的汽车里程。但这

可能只是城市交通中的1%，比例并不大，尽管如

此，这个结果会在三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一方面，多数不常使用的车辆是旧车，而租

借车辆是新车，由此可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

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可提高路边停车

能力。粗略计算，在拥有30万人以上的城市(包括

巴黎)，市中心 320万辆车的 30%左右夜晚停放在

路边，即 100万辆左右。如果车辆租借使用者达

到假设的 50 万人，将会极大地缓解路边停车问

题，即使只达到10万使用者的水平，路边停车问

题也将显著改善。居民停车压力不仅在市中心存

在，Sylvie Mathon最近的一篇论文显示，一些老

的近郊居民区也会面临这样的停车压力，文章提

出了评估这一迫切性问题的方法以及潜在的解决

方案，车辆租借是其中之一[3]。第三，由于私人小

汽车使用量减少，出行者会更多地选择使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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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由于单位行驶里程的花费更高，人们会考

虑如何使用车辆。在瑞士，租借车辆的使用者仅

有19%的出行是使用私人车辆(汽车或摩托车)，低

于 瑞 士 小 汽 车 出 行 比 例 的 3 倍 。 而 Caisse

Commune车辆租借使用者中，汽车使用量减少了

50%，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增加了35%。

4 社会服务目的的购车贷款

尽管机动车给城市交通带来拥堵，但如果缺

少车辆又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损失。因为在乡村，

为数不多的公交线路只为上学儿童提供，并且存

在乡镇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较远造成通勤不

便、工作时间不固定或赶不上公交时间表的情

况。对居住在城市边缘区以及农村地区的人来

说，私人交通方式极为重要，但这些区域的居民

又最不富裕，因为工业搬离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地

区，只有在边缘区或农村地区收入较低的家庭才

找得到像样的房子，同时，农业、看管度假屋、

旅游业等类似的工作不需要任何技能。这些工作

通常不固定，人们经常需要奔走各地[4]，因此需要

使用私人交通方式。虽然这些地区可支配收入较

低，却有较高的汽车拥有率，甚至一人拥有多辆

汽车。但是，有时人们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因

为缺钱不得不放弃使用汽车，但是又因为没车而

找不到工作。法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

些问题，从21世纪开始，有一些综合机构开始提

供交通支持，例如帮助人们考取驾驶执照或提供

暂时的车辆贷款。美国有一个类似的系统发放由

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英国也提供电动自行车贷

款，人们找到工作后可以享用几天免费的出租汽

车服务等等。最近的公共福利政策显示，一些做

实事的交通支持机构发出的信息正传达到政府机

构中。有人觉得这类机构只能是小范围运行并且

对法国交通的总体影响比上述三个系统还要有

限，但仍会对使用中的几千人及其为数几万的潜

在使用者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5 拼车

拼车方式能为个人省钱，为社区带来福利，

如减少交通拥堵、减低污染、减少停车需求等。

拼车最初是定期用于发生频繁的出行上，例如通

勤出行。随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移动通讯方式

的发展，运营商正在设法将这种方式应用到其他

出行中。

5.1 美国拼车经验

拼车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出现在

美国。当时美国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在油价上涨

的情况下，拼车上下班是唯一节省开销的方法。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形式的拼车：班车拼车和汽

车拼车。

班车拼车是雇主组织的特殊形式的交通方

式。公司给一名雇员提供一辆小型面包车，负责

早晚接送一些同事，该雇员可以在晚上以及周末

将车作为私用。传统的拼车方式是两个或以上的

雇员(通常在一个公司工作)乘坐一辆车上班。多

数情况下，雇员们轮流使用汽车，所以不牵扯费

用问题。这些做法在信息通信技术还未广泛发展

的时代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形，组成一个拼车团

队至少需要一个月。

尽管这只是小众活动，这些做法还是引起了

当地政府的兴趣，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在这些地区，道路上减少百分之几的车辆行驶就

可以显著降低所有出行者的出行时间。政府为拼

车设置了高乘载车辆专用车道(HOV lane)，拼车

成员可以因此拥有更快、更可靠地出行条件。此

外，在一些地方如加利福尼亚，考虑到交通拥堵

和空气污染，政府部门发放新公司成立许可证的

条件是雇主制定“交通计划”表明其不会对当地

的交通状况造成影响，特别是不会加重交通拥

堵。对拼车的积极支持(如数据库、地理信息系

统、实现个人数据库与系统对接)是“交通计划”

中首先考虑的做法。另外还包括灵活的或非标准

的工作时间制度、面包车拼车以及公司班车制

度；鼓励在家工作，一周1~2天实行家庭办公。

在大公司中，对拼车做法的支持最初反映为

公司内部设置的“最佳停车泊位”(离办公楼最

近，为拼车车辆准备)以及向不开车上班的员工支

付由此为公司省下来的停车费。在施行这些措施

的公司中，出现了10%~20%的单人用车转换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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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交通方式(包括拼车这种最常见的替代方式)的

现象。拼车因此成为应对全球问题(石油消耗)和

局部问题(交通拥堵)的解决方式。目前许多大学

校园也在推行这种模式，通过提供在线拼车信息

试图缓解不断面临的停车问题。

拼车也间接引发了一些创新，例如高速公路

的HOV车道，有些机动车道本来是给HOV车道

预留的，但也为独自驾车的出行者开放，根据邻

近预留车道的交通拥堵程度收费。这意味着机动

车道以三种模式运行：传统的普通车道免费模

式，向想节省时间的单人驾车的出行者收费，为

拼车出行者提供免费、快捷的车道。

拼车方式主要是为不得不在固定时段进行长

途旅行的人们服务，并且在社会(HOV车道)以及

私人 (公司停车计划)大力提倡这种方式的情况

下。还有一种类似的但不经过组织的拼车方式是

顺风车(slugging)。这种方式在美国第一次能源危

机时出现在几个城市，居住地距离市中心比较远

的出行者会站在公共汽车站，显示其要去的目的

地，然后去往邻近地区的私人小汽车驾驶人会顺

路捎上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方式的发

展与高速公路上设置HOV车道有关。如果驾驶人

没有找到固定的拼车伙伴，那么捎上一个搭顺风

车的出行者就可以使用HOV车道了。目前，这一

系统比刚起步时改进了不少。在郊区，有为这种

交通方式设置的停车场，出行者按照不同的目的

地排队。城区公共或私人停车场的运营商允许回

程旅客将这些停车场作为上车点，显示了对这种

做法的包容。搭车的规矩非常严格，每辆到达的

车辆必须搭乘排在队伍第一位的乘客，驾驶人不

允许收取任何费用，乘客不能影响驾驶人的习惯

(如开关车窗、收听电台节目以及选择停靠的车站)。

顺风车服务系统不会强求驾驶人与乘客之间

保持长期联系，因此也称为即时拼车或临时拼

车。实际上，多数的目的地都有公交工具，因

此，乘客可以早上搭顺风车晚上搭巴士回家。这

一系统的前景如何呢？它适合于节奏快的城市，

而不利的一面是这种方式的随意性。手机的使用

是否能够增加成功拼车的可能性？虽然用手机来

确定是否能拼到车的方式似乎不符合这一系统的

特点，但是，人们想确定是否能够拼到车的需要

确实存在。手机的广泛使用以及GPS的发展在拼

车方面毫无疑问会带来更多方便。另外，大多数

出行目的地都在轨道交通覆盖区域(至少对于最发

达的交通系统来说是如此，例如华盛顿特区)，这

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这一系统究竟是汽车还是公

共交通的替代出行方式。这一系统在华盛顿主要

服务于郊区至中心地带，忽略了郊区到郊区的交

通需求。

拼车系统可以引入法国吗？有人也许会说不

行，因为法国没有HOV车道，而且要引进这种做

法会比美国更难，因为法国大多数机动车道单向

只有两条或三条。市区出行有可用的公共交通工

具，因此这两种交通选择之间会有竞争风险，并

且市区内许多其他交通系统比美国发达。但是，

也有其他因素有利于采用这种系统。欧洲用车的

花费高于美国，因为燃油税以及城际公路的通行

费高。法国的家庭收入比美国低，并且城市不断

扩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旧城改造，较为贫

穷的居民搬离了城市中心地带。法国伊泽尔(Isère)

地区总理事会设立的一个项目有着类似的想法，

住在山脉地带的居民沿路下山到达格勒诺布尔

(Grenoble)会停在一个小型停车场，接等在那里的

其他居民。

5.2 法国拼车经验

在法国，最普遍的拼车形式是家庭成员之间

共用车辆，这种做法对于住在郊区、两个家庭成

员都需要上班而只有一辆车的家庭是必要的通勤

方式，在法国以及欧洲这种情况至今仍比美国更

普遍。另外一种方式是同事一起拼车。最熟知的

例子是一些雇员招聘广泛的大型工业公司成功地

将问题(无法扩建停车场)转换为机遇；或者是一

些公司将一个特定城区范围内的工作调动与员工

“交通计划”联系在一起，发挥拼车的作用。

信息通信技术以及远程通讯的发展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机会，有宽带服务的家庭数量不断上

升、手机广泛普及以及油价疯狂攀升，这些都鼓

励使用拼车方式。拼车项目不再仅限于公司为员

工解决通勤问题。地方政府、大学、社团协会以

及起步公司正向这一领域发展，一些社团协会与

当地政府、企业雇主以及一些组织进行合作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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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人员安置问题。目标市场不再单单是通勤人

员，组成长期拼车团队也不再是唯一的目标。信

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以及随之带来的灵活性意味着

可以开发其他潜在市场或者操作方式，包括共享

货运车辆。另外，地方政府可以设计既可以“接

人”也可以“放人”的停车场，日后可以成为拼

车车站。例如在伊泽尔省，在一连串山间村落的

村尾设有一个停车场，专门接去瓦桑堡(Bourg d’

Oisans)或格勒诺布尔的人，可以是事先定好的也

可以是临时的。莫尔比昂(Morbihan)官方网站列出

几千条拼车信息，主要是城际间的出行，但不是

每天都有，多数是去布列塔尼(Brittany)或者其他

邻近区域的城镇间中长途出行。这些拼车做法各

式各样，没有经过统筹安排，而且是最近兴起的。

尽管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潜在的拼车需求，但

没有可用的统计数据也是徒劳。估测拼车的潜力

也不难，通勤出行比其他类型的出行更易计算，

因为通勤出行在空间(40%左右的工作仍集中在大

都市)和时间上相对集中，正因如此，通勤出行车

内乘客最少 (只有 1/10 的车辆载有至少一名乘

客)。大多数通勤出行距离都很短，60%的通勤

出行距离小于 10 km，中距离(10~20 km)、长距

离(>20 km)的出行各占 20%。5%的人出行距离在

40 km以上，其出行里程占总里程的30%。这些观

察数据又一次使通勤拼车潜力的估测变为可能。

通勤出行占机动车出行总量的 20%，假设拼车主

要发生在长途通勤出行中(超过 20 km时拼车成功

率达 100%)，因为这些情况下，使用者的通勤费

最贵且绕道去接拼车人的时间占总出行时耗的比

例最小。假设50%的通勤出行属于长途通勤(即所

有机动交通出行的10%)，如果一半符合条件的人

群选择不使用私人小汽车而与别人拼车，那么整

个机动车交通量就会减少5%。这不是小数目，而

且会给这部分人群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但这只

是一个理论上的最大值，会由于许多因素不能实

现这一拼车比例，例如汽车商用的需要，将工作

与家庭生活分开的诉求，午餐时间用车以及下班

后休闲活动用车的需要，距离拼车人员太远，倾

向使用公共交通等等。然而这里的理论最大值比

车辆租借以及公共自行车方式减少的机动车交通

量似乎大了许多。但是这种拼车做法更限于只是

一起出行而不是偶尔的借用车辆，因此限制了这

个最大值实现的程度。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有

的拼车项目适用于各种方式的出行，不仅是通勤

而已，这样就有可能大大增加理论潜力值。如果

单人驾驶的车内另外 3个座位上经常会有一名乘

客，驾驶人为缓解交通拥堵作出的贡献相当于公

共交通、步行以及摩托车方式带来的便利。这些

研究结果表明，任何一种顺风车策略，在网络技

术不同程度地辅助下都有相当大的潜力，但是还

不足以大到可以将其量化。另一方面，能够增加

拼车使用比例的情形是可以预见的，最显然的一

种情形是油价远远超过今天的水平，或者是公众意

志一致需要限制交通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

6 结语

交通问题没有万能的解决办法。社会问题有

一个一般准则，交通问题更是如此。出行可以是

常规的也可以是偶然的，短距离或是长距离，发

生在大城市抑或在乡村。每个解决方案在某些方

面的影响可能为0(甚至为负面影响)，但可能给其

他方面带来相当积极的影响。对一个解决方式进

行评价应该结合两个标准：单位益处(给单次使用

或每位使用者带来的益处)以及这种做法能否被大

多数人采用。车辆租借系统可以使一些人使用车

辆次数减半，但是这种系统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

群，也就意味着总体影响远小于给个人带来的影

响。相反的，关于车辆的每个微小的技术进步(例

如每英里用油每加仑减少1/10)看似毫不起眼，给

个人的好处也不多，但是需要乘以千千万万的潜

在受益者来衡量。媒体通常倾向于只宣扬对个人

的益处，而着眼于未来的政府则两方面都要重视。

即使得到充分发展，这些新的举措仍然无法

提供私人小汽车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务，甚至是最

基本的服务。尽管如此，请想象一下放弃使用个

人电脑到楼下的网吧去用电脑，或者是扔掉手机

而使用付费电话的情形......这些不可避免的现实意

味着我们需要继续改进车辆的使用，如有节制地

用车、安全用车、礼貌行车等，并且通过这些做

法，持久地调整汽车服务与汽车个人所有之间的

竞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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